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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十五主日 
 
減少用水...關掉不必要的燈... 重複使用物件，而非隨手扔掉，那
就是…..愛德行為。求祢傾注祢愛的力量，使我們能夠保護生命及美
善。 
 
讀經一（雨水使種子生長萌芽。）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5:10-11 

上主說：「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不再返回原處，只有灌溉田
地，使之生長萌芽，償還播種者種子，供給吃飯者食糧；同樣，從我
口中發出的言語，也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裡來；反之，它必實行我的
旨意，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65:10, 11, 12-13, 14 
【答】：落在好地裡的種子，結出百倍的果實。（路8:8） 
領：天主，你眷顧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豐收。天主的河水洋溢，

為人們準備五穀。【答】 
領：你灌溉了田畦，又犁平了土壤，使雨鬆軟土壤，祝福植物生長。

【答】 
領：你的慈惠，使年歲豐收；你的腳步，常滴流脂油。曠野的牧場，

豐滿外溢，漫山遍野，充滿了歡喜。【答】 
領：羊群遮蔽了牧場，山谷蓋滿了食糧，一切在歡呼歌唱。【答】 

 
讀經二（受造之物，都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8:18-23 
弟兄姊妹們： 

我實在以為：現時的苦楚，與將來在我們身上，要顯示的光榮，
是不能較量的。凡受造之物，都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因為，
受造之物，被屈伏在敗壞的狀態之下，並不是出於自願，而是出於使
它屈伏的那位的決意；但受造之物，仍懷有希望，脫離敗壞的控制，
得享天主子女的光榮自由。 

因為我們知道，直到現在，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歎息，同受產
痛；不但是萬物，就是連我們已蒙受聖神初果的人，也在自己心中歎
息，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即我們肉身的救贖。——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天主的話是種子；基督是撒種者；所有來到他那裡的人，將生活

到永遠。 
眾：亞肋路亞。 
 
 

福音（有個撒種的人，出去撒種。） 
恭讀聖瑪竇福音 13:1-23 

在那一天，耶穌從家裡出來，坐在海邊；有許多群眾，集合到他
面前。耶穌只好上船，坐下；群眾都站在岸上。耶穌就用比喻，給他
們講論了許多事，說： 

「看，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種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
飛鳥來，把種子吃了。 

「有的落在石頭地裡，那裡沒有多少土壤；因為土壤不深，雖然
很快發了芽，但太陽一出來，就被曬焦，又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 

「有的落在荊棘中；荊棘長起來，便把它們窒息了。 
「有的落在好地裡，就結了果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

三十倍的。 
「有耳的，聽吧！」 
門徒來問耶穌說：「為什麼你用比喻，對他們講話？」 
耶穌回答門徒說：「因為天國的奧妙，是給你們知道，而不是給

他們知道。因為凡有的，還要給他，使他富足；但是，凡沒有的，連
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奪去。為此，我用比喻，對他們講話，因為他們
看是看，卻看不見；聽是聽，卻聽不見，也不瞭解；這樣在他們身
上，正應驗了依撒意亞的預言，說： 

「『你們聽是聽，但不瞭解；看是看，但不明白。因為這百姓的
心，遲鈍了，耳朵難以聽見。他們閉了眼睛，免得眼睛看見，耳朵聽
見，心裡瞭解而轉變，使我醫好他們。』 

「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得見；你們的耳朵，是有福
的，因為聽得見。我實在告訴你們：有許多先知和義人，希望看見你
們所看見的，而沒有看到；希望聽見你們所聽見的，而沒聽到。 

「那麼，你們聽這撒種者的比喻吧！凡聽天國的話，而不瞭解
的，那惡者就來，把撒在他心裡的奪去：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 

「那撒在石頭地裡的，即是指人聽了天國的話，立刻高興接受；
但在心裡沒有根，不能持久，一旦為這話發生了艱難和迫害，就立刻
跌倒了。 

「那撒在荊棘中的，即是指人聽了天國的話，卻有世俗的焦慮，
和財富的迷惑，把話蒙住了，結不出果實。 

「那撒在好地裡的，即是指那聽了天國的話，而瞭解的人；他當
然結出果實，有結一百倍的，有結六十倍的，有結三十倍的。」——
上主的話。 

 

有耳的，打開心門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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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瑪竇福音記載七個天國的比喻，今日福音撒種的比喻是第一個。

比喻是表達真理極有力的媒介，耶穌奧妙的道理，往往隱含在比喻
中，留待人開放心靈去「悟」。今日撒種的比喻很妙，人可從撒種
者、種子或田地的角度去悟。 
誰是撒種者？他可以是基督，也可指為基督傳福音的人。比喻中

的撒種者，似乎很不小心，有浪費種子之嫌。為甚麼不選擇好地才
撒？基督並沒有選擇好地才撒，祂在不理想的環境中，仍舊去撒種。
猶太人亡了國幾百年，對天主許諾的實現，不是太熱中；期待默西亞
來臨往往是掛在口邊的信仰術語，人們寄望政治的改革多於屬靈的皈
依。耶穌並沒有氣餒，祂依舊去撒種。以後的撒種者也要如此，不論
合時不合時，不要理會領洗數字顯示成效如何低，儘管去撒罷。天主
希望我們繼續撒、撒、撒……。 

較少人注意比喻中的種子本身。其實，種子非常重要，它是天主
的聖言，是力量的泉源。撒種者要緊記，不要讓成就沖昏了頭腦，以
為是自己的口才，吸引著聽眾，受歡迎的程度使自己飄飄然。改變人
心的，是天主聖言。不管情況如何惡劣，天主聖言自有不可抗拒的能
力。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說：「天主的話，不是空口白話，它必要完
成我的旨意，執行我所指定的任務。」撒種者必須相信聖言的力量，
天主自會照顧一切，誰能抵抗上主？ 
比喻的重心可能放在土地上。雖然撒種者是基督，作為種子的聖

言有改變人心的力量，但作為土地的聽眾，他們的參與和接受程度，
也影響著結果。天國既是一個奧祕，聽眾不能只是旁觀者，旁觀者不
會明白奧祕；人必須參與奧祕，才能進入信仰深處。比喻提醒聽眾反
問自己，究竟是哪一種土地：（一）路旁——這是完全的抗拒，這些
人對基督本人或天主聖言有極大偏見，看聖經也只是存心找破綻，心
態是：「從納匝肋還能出甚麼好事呢？」（若 1:46）（二）石頭
地——這是膚淺的接受，帶附和性質，有點趁高興，人有我有，信仰
只是生活上的裝飾，天主在自己生命中的優次甚低，一有困難便先放
棄。（三）荊棘中——有心接受，無奈抵擋不住眼前物質的誘惑。福
音價值雖好，但不及物質財富那麼實惠，感受那麼強烈。反正福音價
值是永久的，不在乎多等一會，待我建立好經濟基礎，一定會尊重
它。這是現代人的誘惑。（四）好地裡——開放接受天主的道，但也
有程度上的分別，有一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的果實。 
今日，天主的話再一次來到我們心中。我們能是撒種者，也能是

田地。至於果實落誰家，就要我們去悟比喻的話：「有耳的，聽
吧！」這句話充滿玄機，雙方都有主動；被動的聽是不足夠的，還要
主動的打開自己的心，讓天主的話印到自己的心上，接受它的挑戰，
才會開花結果。人人都有耳聽，這是不夠的，還要「有耳的，打開心
門聽吧！」 

 
 

反省與實踐: 
1. 今日福音中耶穌提到「撒種」的比喻。事實上，在生活中你我

都可能是撒種者，然而，做是一回事，做得好又是另一回事，
我知道要怎麼做一位稱職的撒種者嗎？請再默想本日福音，天
主聖言會帶領我們找到方向。 

2. 福音中也提到種子落在地上的不同結果。請反省自問：我是否
有每日讀經的習慣？我是以什麼態度面對天主聖言的來臨？我
是不是努力在生活中實踐主基督的教導？ 

 

禱文： 
1. 請為教友的信仰生活祈禱。仁慈的天主，求禰賜給我們所需的恩
寵，使我們主動打開心房，以虔敬的心迎接天主聖言到我們心
中；也求禰以聖言淨化我們，讓我們積極地將所領受的與他人分
享，幫助其他的人找到天主。 

2. 請為宣揚福音的福傳員祈禱。求主降福他們，光照他們，使他們
從禰的聖言中獲得所需的智慧和力量，並且以言以行去幫助其他
人認識福音的價值，勇於面對生活上的挑戰。 

 
 

撒種者去了田裡 
� �  ! " # $ % & ' ( )  

默想: 
有耳的，聽吧！耶穌常常把祂要對群眾講的話，用比喻的形式

來表達。故事比抽象的說教更能在腦海中留下印象。有誰不記得那個
回到慈父身邊的浪子的比喻，或者是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呢？ 

就像今天的福音一樣，群眾顯然喜歡聽耶穌跟他們講話和告訴
他們比喻，而且他們不厭其煩地聽祂長篇大論。耶穌能抓住他們的注
意力，不光在於祂能講栩栩如生的故事。祂在祂的比喻中，總是會提
到祂聽眾身上的某個決定、某種轉變。比喻應該觸及心靈，喚醒人們
改變自己思想和行為的潛在意識。它們不會讓你保持中立；它們明確
地指出我自己所應當也能夠改變的；它們給我自信，最後一定會成
功。如果全神貫注地去聽的話，我們就會發覺耶穌在比喻中總是講論
著「天國」，因為那意味著天主所做的工作，以及祂如何干預、幫
助。 

撒種者去田裡播種。故事就這樣開頭的。全部的聽眾都明白這
在講甚麼，大家都知道當時是如何撒種的，因為聖地大部份的土壤非
常貧瘠。然而耶穌講的這個撒種者有著兩種不同尋常的特質。他到處
亂撒種，簡直到了浪費的地步。其次，他在各種各樣的土壤裡撒種，
在路上、在石頭地上、在荊棘中，完全不合農耕的常理。種籽在那些
地方很快地被白白浪費掉了，一點兒也不奇怪。不過，更稀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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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在好土壤裡的種籽竟然產出無與倫比的三十倍、六十倍、甚至一百
倍的收成，而非當時的最高產量十倍。儘管撒在壞土壤上的統統徒勞
無穫，總體上還是遠遠超過自然律，獲得了「超級豐收」。 

我們就是土壤，撒種者是基督。天主親自掌管收成的比例。 
耶穌是在直接問我一個決定性的問題：你生命的田地看來怎

樣？是否讓天主的話完全無法進入，如同被踩得硬幫幫的小徑，種籽
只能臥在上面嗎？你生命的土壤是否只有薄薄的一層，僅夠叫人短暫
地高興一陣子，當難度和阻礙隨著氣溫升高，就缺乏耐力和持久力
嗎？或是你像荊棘叢生的土壤，稗草長得比好種籽快，日常生活的憂
慮、精神渙散、私慾偏情，把天主的話語和善功拋到腦後嗎？ 

這個非比尋常的撒種者故事，是耶穌為我們拿著的一面鏡子。
鏡子裡不加掩飾的形象，並非要我們自慚形穢，因為天主能改變我生
活的土壤。祂能犁田翻耕，壓碎我生命中的硬塊，上下翻轉我的生
命，除去叢生的雜草，打造出肥沃的農田。我只要讓祂來工作，向祂
的聖言開放我自己，準備好讓祂來翻耕我的生活。那可能是痛苦的，
但只有經過這方法，我的生命才能生產豐饒。那正是耶穌來的原因：
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 

 
反省與實踐: 

1. 今日福音中耶穌提到「撒種」的比喻。我們就是土壤，撒種者
是基督。我們是怎麼樣的一種土壤呢？我們準備好讓天主犁田
翻耕，壓碎生命中的硬塊，除去叢生的雜草了嗎？ 

2. 福音中也提到種子落在地上的不同結果。讓我們反省默想：我
們是以什麼態度來面對天主聖言？我們努力地在生活中實踐主
基督的教導嗎？ 

3. 在台灣，本主日慶祝中華殉道聖人節。我們感謝天主恩賜我中
華教會產生了如此眾多的聖人、聖女，他們曾不畏強權暴力，
甚至為堅持信仰，犧牲性命。當我們在生活中遭遇困難時，請
默想中華殉道聖人們的情操，並請求他們為我們的需要代禱。 

 
禱文： 
1. 請為我們的教會祈禱。祈求天主恩賜每位天主子民足夠的智慧與
勇氣，切實奉行主基督「往訓萬民」的命令，不畏艱難阻礙，忠
實宣講天主聖言，為和平正義發聲，為信仰作證。 

2. 請為所有的福傳員祈禱。祈求天主助佑所有的福傳員們，使他們
從天主的聖言中獲得所需的智慧，以言以行傳揚天主的福音，使
人認識福音的價值；並賜予力量，在福傳路上勇於面對挑戰。 

3. 請為生活在今日價值觀混亂、道德低落之俗化世界的信友祈禱。
我們聯合中華殉道聖人們向天主祈求，求主堅強我們的信仰，使
每位信友在生活與工作中，清楚彰顯自己的教友身分，勇敢地以
言以行，為福音作證。 

 

常年期第十五主日"對天主的話的不同接受"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主日常年期第十五主日的彌撒福音有長短兩式。短式福音取自

瑪竇福音第13章，從第1節讀到第9節為止；長式福音則繼續讀到第
23節。短式福音內容是耶穌講的「撒種」的比喻；長式福音內容除
這比喻之外，又加上耶穌向他的門徒解釋這比喻的意義。現代聖經
學家，一般認為短式福音中的比喻固然是耶穌講的，而長式福音中
加上去的比喻解釋，則是聖瑪竇宗徒考察了他同時代的教會情況，
而作出的神學反省。他把自己的心得，藉著耶穌的口媑，表達了出
來。嚴格而論，雖然這不能說是耶穌親口說的話，但對我們卻也很
有好處。它不但幫助我們了解初期教會的實際情況，也加深我們對
這時代的教會的認識。 

在我們剛才聽到的比喻中，有三個構成因素：撒種的人，撒出去
的種子，以及種子落在不同的土壤裏面。為了把握這比喻所要傳達
的信息，「撒種人」的因素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撒出去的「種
子」。這種子雖然不是每一粒都發生了它們的效能，但是發生了效
能的，有的結一百倍的果實，有的結六十倍，有的結三十倍，遠遠
補償了別的種子的不成功。所以，耶穌所講的撒種的比喻的原來旨
意，是在說明天主的話有不可抵御的功能，或者說，是在說明天主
的救世計劃的必然成功。這也是本主日彌撒中讀經一所強調的道
理。 
本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取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55章第10到11

節。這是以色列人被放逐之後，先知依撒意亞對他們說的話。那
時，以色列國家已經滅亡，社會經濟蕭條，連他們的宗教也似乎沒
有了生氣。為了安慰他們，和振作他們的低落情緒，依撒意亞先知
向他們講了下面的「天主的話有不可抵御的功能」的比喻。 

到這裏為止，我們解釋了本主日彌撒福音的短式，其內容只包括
耶穌講的撒種的比喻。我們說過這比喻，有三個構成因素，撒種人
的因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撒出去的種子。因此，耶穌所講的比喻
的旨趣，主要是在說明天主的話有不可抵御的功能。這的確是本主
日彌撒禮儀的主題，因為讀經一也強調這道理。 

但是我們沒有講到耶穌比喻中的第三個因素：土壤。耶穌分別四
種不同的土壤：那就是路旁的土壤，石頭地裏的土壤，荊棘下面的
土壤，以及好地裏的土壤。只有落在好地裏的種子產生了效果；落
在其他三種土壤上的種子都沒有產生效果。本主日彌撒的長式福
音，也包括聖瑪竇宗徒對耶穌所講的比喻的註解。他強調耶穌比喻
中的第三個因素，把耶穌所分別的四種土壤，用來比作接受天主的
話的人的不同心理準備。據瑪竇解釋，天主的話不能在人心中產生
效果的原因，是因為人的不了解，沒有恆心，或受世俗的焦慮和財
富迷惑的干擾。聖瑪竇宗徒這樣的解釋，原來是針對他同時代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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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實際情況而言；對我們這時代的教會似乎也很相宜。所以我們
特別把這點提出來，請主內的兄弟姊妹們注意！ 

 
 
 

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提供 
http://www.dcc.catholic.org.hk 

教理主題：禮儀中的天主聖言 
 
人在面臨困苦時，往往會質疑天主的慈愛。本主日讀經一作者

先知依撒意亞就是要安慰一班被充軍巴比倫的猶太人，他們受盡了
亡國的恥辱和苦痛，禁不住向上主發出哀號：天主在那裡？祂忘掉
了祂的子民嗎？為了安定他們的心，依撒意亞以雨和雪毫不挽回地
從天降下，滋潤大地，使植物生長，去比喻天主的話信實可靠，祂
對人的慈愛，一諾千金。天主的話語是有效力的，因為祂口中發出
的言語，不能空空地回到祂那裡去，必要完成祂派遣它的使命。若
是此刻天主的承諾未見兌現，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在天主的計劃
中，時機尚未成熟；二是人的心田出了問題，無法讓天主聖言的種
子結出善果。在第二種原因上，我們可從今天瑪竇福音記載的撒種
比喻作自身反省。耶穌說：撒種的已撒上好種子，只是接受者有的
心硬，有的沒有耐力，有的則受不住誘惑和沖擊。就是能結出果實
的，收成也各有差異。 
此外，基督徒在困難當前，除了對天主的說話應深信不疑外，

也要記得保祿宗徒在第二篇讀經裡對身受苦楚的信眾的勸告：不可
氣餒，也不應只看到罪惡帶來的後果，要知道基督徒既成為「聖神
的初果」，他們的希望是在於將來要領受的光榮。 
教會深明聖經不是死板的文字，而是生活的天主的聖言——基

督，透過聖神開啟我們的理智，使我們理解聖經，在我們心內產生
效力，不斷地取得所需要的滋養和活力 (參閱教理104, 108)。故
此，在天主教禮儀中每次恭讀聖言後，宣讀者都以「上主的話」向
會眾展示剛才是天主透過聖經發言。我們又相信天主是聖經的作
者，「在聖經各書卷中所包含和陳述的天主啟示的真理，是在聖神
的默感下而寫在其中的。」(教理105)。不過，在撰寫聖經時，天主
必須簡選一些人，利用他們的才幹和能力來為祂服務，寫下天主要
他們書寫的一切真理 (參閱教理106)。 
教會教導信友在閱讀聖經時，首先要留意整部聖經的內容和統

一性。儘管聖經是由不同的書本組成，但卻無礙它的整體和一致
性，因為它是寫於天主計畫之內，耶穌基督就是它的「樞紐和心
臟」，聖經的內容常與信仰中的真理彼此相符的 (參閱教理112－
114)。此外，我們也要尊重聖經在教會聖傳中一直保存下來的解釋

和意義，因為聖傳和聖經是組成天主聖言的同一寶庫，交託給教會
保管。(參閱DV10)。若以本主日瑪竇福音記載的撒種比喻為例，便
可分辨出1至9節是直接記述耶穌所講的比喻本身；13至17，以及18
至21節則是瑪竇接觸的教會團體對這比喻的口傳解釋。因為福音書
的形成共經過三個階段：耶穌的生平和訓誨；宗徒們在主升天後，
受了聖神光照將主所言所行傳授給聽眾；最後選出一些口傳或筆錄
的資料，並按當時的教會情況加以解釋，將有關耶穌的真實事件，
傳報給人 (參閱教理126)。 

實際上，教會一直以來，虔敬地聽取聖神的訓誨，忠實地傳報
天主的聖言，並加以護守，讓聖傳、聖經及教會訓導權，三者相輔
相成地服務聖言。在這三重保證下，會大大減低教徒對聖言的了解
出現偏差的情況，亦可讓教友在閱讀聖言時，得到更大的神益。梵
二以後，天主教會極力鼓勵信徒閱讀聖經，無論是個人在每日的祈
禱、日課和讀經中，或在團體裡，透過神父的講道、牧靈的教導、
教理講授、聖經的學習和研讀等去深化對聖經的認識和熱愛，以及
從聖經的話語取得滋養和活力 (教理132)。這是作為天主教徒的一
種福氣。 
 
生活反思／實踐： 
1. 《拉丁通行本》聖經的譯者，教會偉大聖師聖葉理諾說：「不認
識聖經，即不認識基督」。梵二《啟示憲章》則說：「教會常常
尊敬聖經，如同尊敬主的聖體一樣。」我對聖經的尊敬和愛慕，
有沒有到了這種地步？我可以怎樣提升自己對聖經的熱愛？ 

2. 每次聆聽聖言都是主耶穌活生生地跟我說話。我常記得祂說什麼
嗎？我有設法了解祂要向我說些什麼嗎？了解後，又有沒有於生
活中實踐出來？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撒種的比喻   

【瑪竇福音中的比喻】 
瑪竇福音第十三章記載七個「天國」的比喻，教會將全部內容

連續安排在常年期第十五、十六、十七主日中誦讀。福音作者刻意
避免使用「教導」，而採用「講論」這個字，說明耶穌的比喻是一
種「啟示」，而非「教導」。在耶穌的話中，天國成為可以被認識
和接受的「實體」，激發聽眾接受，在聽眾之內成長；換句話說，
「天國本身」變成一種「語言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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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作者並未單調地一個接著一個地記述這些比喻。在第一
個比喻之後插入了一個相當長的反省，並且按聽眾的身份將比喻
分為二部分：第一部份是耶穌公開地在群眾前（十三1-35），第
二部分則只在門徒團體中（十三36-53）講述。廣大的群眾代表不
信者，對他們而言，比喻成為一種令人無法明白的奧秘語言，自
然也不會相信；對門徒（象徵的教會團體）而言，比喻是一種啟
示的語言，傳達只有信徒能夠瞭解的內涵。 

本主日的福音是著名的「撒種」的比喻，內容分為三段：比
喻本身（3-9），耶穌說明比喻的用意（10-17），和比喻的解釋
（18-23）；這三段內容也顯示出這個比喻在初期教會中發展的三
個階段。 

  撒種的比喻 
 類似這樣簡短的比喻，應該可以回溯到歷史中的耶穌口中，

其意義應該在宣講天國的背景下來了解；比喻的重點並不在於
「撒種者」或不同的「地形」，而是代表天國的「種子」。耶穌
在宣講天國的過程中，也許會遭遇到挫折，因為人們沒有從他的
話中察覺天國的臨在。撒種的比喻先對「失敗」做了相當詳細的
描述，但重點則是最後的豐碩成果。耶穌有關天國的宣講，就有
如撒下的種子是有效力的，因為天主一直在工作，不論有多少困
難阻撓，天主的國必要實現。 

 有耳的，聽吧！ 
 比喻表達出天國的兩個特徵：一方面天國的來臨是天主的許

諾和作為；另一方面，天國並不強迫人接受，因此比喻以「有耳
的，聽吧！」作為結束，這是一個呼召，邀請大家相信、接受福
音喜訊。 

 為什麼講「比喻」？ 
 耶穌對群眾講完比喻後，轉而向門徒們解釋祂為什麼說比喻

（10-17），由其內容可以判斷，這些話是針對不相信的猶太人而
說的。這段經文反映初期教會在耶穌復活事件之後，便開始把比
喻應用於不同的具體情況下。在猶太文化中，比喻的目的原本是
借用一些圖像好更有效的闡明事物的意義，這應該也是耶穌說比
喻的用意；但是，初期教會卻把它用來解釋一個難以理解的事
實：為什麼大多數的猶太人不接受耶穌的啟示。 

天國的奧妙是只給門徒們知道的，因為「凡有的，還要給
他，使他富足；但是，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奪
去。」此為聖經中常見的「被動」表達方式，說明這是天主的作
為：只有相信的人才會了解，而且天主要賞賜他們更深的領悟；
那些自我封閉的人，不但無法明白，而且將陷入更深的無知中。 

對瑪竇而言，凡是不屬於門徒團體的人，便是不能明白的
人。他們雖然看到、聽見、也經驗了在耶穌身上所實現的救援，
但卻封閉了自己的眼和耳，這是他們自己的過錯，因此耶穌只用
「比喻」對他們說話。作者引用依撒意亞書六9-10的經文，目的

針對「百姓的心遲鈍」提出一個神學性的解釋。他認為猶太人民
的心硬，正應驗了先知的話；換句話說，這原是天主的計劃，使
一切的理解及悔改成為不可能的事。 

與眼耳被蒙蔽的猶太人對立的，是耶穌的門徒團體。耶穌稱
讚門徒們的眼和耳有福，因為他們看見並聽見「先知和義人」所
期望的，也就是耶穌所實現的救援。初期基督徒肯定，門徒們不
僅了解而且相信了這一切。 

撒種比喻的解釋 
 既然比喻的功用在於借助共同的日常生活經驗，來說明較深

奧的事理，因此比喻本來是不需要解釋的。所以學者們大多主
張，18-23節中的比喻的解釋，應該是初期教會對撒種的比喻更進
一步的應用。 

在這個解釋中，重點不再是「話語」（種子）；它寓意式的
指出「撒種者」代表初期教會中的宣講者，而種子的「命運」則
被具體的用來描述聽眾對天國的話語，有著不同的接受態度。整
個解釋充滿了警告及教導性的用語，「結果實」的意義不再指天
國的圓滿實現，而是指基督徒的忠實信仰和良好倫理生活。這一
切，反映了初期教會的福傳宣講情況；在這個時期，天國即將來
臨、緊迫的「末世思想」已經淡化，隨之而來的具體問題是該如
何在現世中好好生活，因此福傳的重點轉移為「倫理勸導」。 

初期教會把撒種的比喻應用到福傳宣講上，教會的宣講者成
為比喻的講述者，其對象則是教會團體。比喻成為一個勸諭性的
宣講，積極肯定並激勵基督徒善度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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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uly 2017  15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A 
 

FIRST READING    Is 55:10-11 

A reading from the prophet Isaiah 

The rain makes the earth fruitful. 

Thus says the Lord: ‘As the rain and the snow come down from the heavens and do 

not return without watering the earth, making it yield and giving growth to provide seed 

for the sower and bread for the eating, so the word that goes from my mouth does not 

return to me empty, without carrying out my will and succeeding in what it was sent to 

do.’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64:10-14. R. Lk 8:8 

R. The seed that falls on good ground will yield a fruitful harvest. 

1. You care for the earth, give it water, you fill it with riches.  Your river in heaven 

brims over to provide its grain. R. 

2. And thus you provide for the earth; you drench its furrows, you level it, soften it with 

showers, you bless its growth. R. 

3. You crown the year with your goodness.  Abundance flows in your steps, 

in the pastures of the wilderness it flows. R. 

4. The hills are girded with joy, the meadows covered with flocks, the valleys are 

decked with wheat.  They shout for joy, yes, they sing. R. 

  

SECOND READING    Rom 8:18-23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Romans 

All creation is waiting for the revel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God. 

I think that what we suffer in this life can never be compared to the glory, as yet 

unrevealed, which is waiting for us. The whole creation is eagerly waiting for God to 

reveal his sons. It was not for any fault on the part of creation that it was made unable to 

attain its purpose, it was made so by God; but creation still retains the hope of being 

freed, like us, from its slavery to decadence, to enjoy the same freedom and glory as the 

children of God.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now the entire creation, as we know, has been groaning in one 

great act of giving birth; and not only creation, but all of us who possess the first-fruits of 

the Spirit, we too groan inwardly as we wait for our bodies to be set free.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The seed is the word of God, Christ is the sower; all who come to him will live for ever. 

Alleluia! 

 

  

GOSPEL    Mt 13:1-23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A sower went out to sow. 

Jesus left the house and sat by the lakeside, but such crowds gathered round him that 

he got into a boat and sat there. The people all stood on the beach, and he told them many 

things in parables. 

He said, ‘Imagine a sower going out to sow. As he sowed, some seeds fell on the edge 

of the path, and the birds came and ate them up. Others fell on patches of rock where they 

found little soil and sprang up straight away, because there was no depth of earth; but as 

soon as the sun came up they were scorched and, not having any roots, they withered 

away. Others fell among thorns, and the thorns grew up and choked them. Others fell on 

rich soil and produced their crop, some a hundredfold, some sixty, some thirty. Listen, 

anyone who has ears!’ 

Then the disciples went up to him and asked, ‘Why do you talk to them in parables?’ 

 ‘Because’ he replied ‘the mysterie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are revealed to you, but 

they are not revealed to them. For anyone who has will be given more, and he will have 

more than enough; but from anyone who has not, even what he has will be taken away. 

The reason I talk to them in parables is that they look without seeing and listen without 

hearing or understanding. So in their case this prophecy of Isaiah is being fulfilled:  You 

will listen and listen again, but not understand, see and see again, but not perceive.  For 

the heart of this nation has grown coarse, their ears are dull of hearing, and they have shut 

their eyes, for fear they should see with their eyes, hear with their ears, understand with 

their heart, 

and be converted and be healed by me. 

‘But happy are your eyes because they see, your ears because they hear! I tell you 

solemnly, many prophets and holy men longed to see what you see, and never saw it; to 

hear what you hear, and never heard it. 

‘You, therefore, are to hear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When anyone hears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evil one comes and carries off what was sown in 

his heart: this is the man who received the seed on the edge of the path. The one who 

received it on patches of rock is the man who hears the word and welcomes it at once 

with joy. But he has no root in him, he does not last; let some trial come, or some 

persecution on account of the word, and he falls away at once. The one who received the 

seed in thorns is the man who hears the word, but the worries of this world and the lure of 

riches choke the word and so he produces nothing. And the one who received the seed in 

rich soil is the man who hears the word and understands it; he is the one who yields a 

harvest and produces now a hundredfold, now sixty, now thirty.’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